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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机器” –
多尼尔ITMA2015展会格言 

Peter D. Dornier, Peter Dornier (1917 - 2002)

林道尔·多尼尔有限公司

各位尊敬的客户们、朋友们：

今年，我们迎来了多尼尔刚性剑杆织机

诞生 50  周年纪念日。1965  年，当我的

父亲在美国亚特兰大交易会上将这台新

型织机展示给美国客户时 – 跟之前的机

器 (多尼尔深灰色有梭织机) 相比 – 它温

馨而充满希望的绿色外观令人耳目一

新。RAL 6021，也称为 “苏尔寿绿”，是

当时最现代、最流行的织机颜色。苏尔

寿绿色片梭织机在当时对我们而言可是最

熠熠生辉的范例：它已不是 “织机” 或是

传统意义的纺织工具，而是精确度和技

术方面更加进化的真正的机器。我父亲和

他那由天才希腊发明家 Nikolaus Kokkinis 

领 头 的 开 发 团 队 当 时 的目标就是要针

对本已大获成功并且量产，但灵活性

低、适应性低的片梭织机做出挑战，设

计适应长度缩短，能胜任复杂应用，并

达到更高的质量标准要求的机器。

由于清楚地意识到大量苏尔寿绿色机器

将会出现在未来客户的纺织工棚内，我

的父亲决定省去公司所有者或者生产经

理挑选颜色的宝贵时间，这样一来，也

减轻了我们的 “审美选择障碍”。

25 年前，当林道尔·多尼尔有限公司决

定在我们的剑杆技术平台上进一步研发

新的喷气式织机时，RAL 6021 色号毫无

疑问地成为了唯一之选。就多尼尔喷气式

织机本身而言，这一次我们的发明者是同

样极具创造力的叙利亚工程师 Dr. Adnan 

Wahhoud 博士和他的团队。他们希望将

喷气技术应用于各个领域，无论从技术

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

意义。我们要给那些购买片梭织机和消

极式剑杆织机的客户提供更加高效的选

择方案。

时至今日，我们已向客户销售了超过 6.5

万台这样的 “绿色机器”，这证明充满希

望的绿色为我们带来了幸运和成功！

50 年前，我父亲未能预见到的是，“罗

马俱乐部” 会于 1972 年就其主旨发起与

公众的探讨，并在之后发起了一个全球

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就是今天的 “绿

色运动”。

其目标，即通过持续管理保留资源并保

护环境，这在今天看来更加意义重大。

过去 20 年中，关于二氧化碳及其所带

来的影响的议题，尤其是对迅速崛起的

发展中国家居民影响的讨论，更是吸引

了大量关注，所以我们亟需采取即时

行动，寻求解决之道。而保护人类健

康和环境安全的 “绿色科技” 时下正迅猛

发展。

林道尔·多尼尔有限公司对以上目标所

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我们织机的广大的

应用范围和种类上。不论是净化水源或

空气的最细密的过滤器，还是阻止伤亡

的安全气囊和防弹材料，亦或是减少动

能损耗从而减少 CO2 排放的玻璃纤维和

碳纤维的复合材料  –  在这些领域中，我

们的 “绿色机器” 已成为生产环保型高端

织物的重要工具。这些织物制成的产品质

量更好，比通过非数字化方式生产的 “无

纺布” 更加可靠。

多尼尔可持续发展这一信条的另一有力

证据是，我们的 “绿色机器” 平均使用

年限长达几十年，绝非一次性产品。多

尼尔织机家族产品拥有的平台战略和模

块化设计理念，以及遍及全球的服务与

支持，在过去 30 年间给多尼尔机器带来

了切实的利益，也为我们的客户创造了

永恒的附加价值。

如果我的父亲仍在世，他一定会对我们

取得的发展感到欣喜。他留给我们的远

不仅止机器上的绿色。亲爱的朋友，如

果您来林道参观我们的工厂，那里有成

荫的古木与新树向您施以欢迎之礼，以

及您专属的礼遇。

期待您的莅临！

谨致

       问候！

Peter D. Dor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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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 ”  革新

时至今日，“数字时代” 或者 “工业 4.0” 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然而，却鲜有人知，在 200 年前是法

国丝绸纺织大都市里昂奠定了现代科技发展基础。

大提花织机：从织锦画到碳纤维涡轮叶片

Joseph-Marie Jacquard 的提花织锦画像 (19 世纪早期)

提花织机无疑被视为计算机历史上的一

个里程碑，因为这是纹板首次被用于控

制 工 业 生 产。 纹 板 的 发 明 者，Joseph-

Marie Jacquard (1752 - 1834)，凭借其天才

般的发明，给工业革命添上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贫苦的童年

Jacquard 出 生 于 法 国 里 昂 市 一 个 织 户

家 庭。 父 亲 Jean Charles Jacquard 和 母

亲 Antoinette Rive 共育有九个孩子，

Jacquard 排名第五。他的父亲拥有几台

织机，由母亲进行丝绸的纺织生产。像

大多数儿童一样，Jacquard 没有上学，

而是在父亲的作坊中当帮手。直到 13 岁

他才学会阅读。自孩童时代开始，他就

在父亲位于里昂的作坊中，操控织机顶

端垂直的线，依据纺织图案的要求，一

遍遍地控制经纱的起降。

Joseph-Marie 讨厌这个枯燥无聊的工作，

决心尽快离开家来实现自己当装订工的

梦想。

受助于拿破仑

父母过世后，年仅 20 岁的 Jacquard 继

承了家业并试图提高纺织技术。然而，

事与愿违，他不仅没能提高技术，还因

此倾家荡产。1789 年，里昂成为法国大

革命的重点城市，所以 Jacquard 又不得

不背井离乡逃离此地。六年后，他重返

故乡并实现了纺织自动化技术。富有的

织造商们意识到 Jacquard 的工作所蕴含

的价值，并给予他经济支持。生产工艺

和织机的不断完善与关键提升使他声名

鹊起。最后，甚至连当时的统治者拿破

仑都开始关注他，并于 1804 年帮助他

在 “ 法国国立工艺学院 ” 谋得一职。正是

在此地，Jacquard 发现了半个多世纪以

前的工程师 Jacques de Vaucanson 设计

的机器图纸。

Vaucanson，这个 18 世纪最著名的机器

发明者，就是提出操控式织机想法的第

一 人。 最 开 始，Vaucanson 为 洛 可 可 阶

级设计一些诸如自动音乐盒这样的小玩

意儿，但是他也从事一些严肃的发明。

早在 1745 年，由他设计的首个织机雏形

就已经完成生产，只要再安装一个机械

装置，人们就能用它生产图案织物。他

还采用了奥地利人曾使用的凸轮滚柱的

方式，直接将单束线用小勾子拉起来。

但是因为滚柱的尺寸和直径限制的原因，

织出来的图案面积十分小。Jacquard 则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控制技术，于是

在 1805 年左右，他成功完成了一项发明，

该发明奠定了纺织行业工业革命的基础：

由纹板传动操控的织机。

于是，Jacquard 再也不用从事上下移动

经纱那样既耗时又枯燥的手工劳动了。

二进制之父…

纹板中包含了需要纺织的图案的所有信

息。正因如此，任何复杂的织物均可由

机器来生产。这台 “Jacquard 织机 ” 是可

进行图案加工的首台织机，它为今天的

纺织自动化奠定了基础。

Jacquard 这种做法，其实已经将软硬件

相分离。同时他还是引进机器二进制系

统的创始人。直至今日，这一基本模式

仍应用于所有进行数据处理的机器和计

算机上。

他发明的纹板依据不同的图案制成，看

上去更像一条长长的穿孔纸带。事实上，

这便是二进制或数字技术在零或一上的

早期应用。拿破仑对 Jacquard 的发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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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P A — 提花 3D 涡轮叶片喷气式发动机 (2015 年)，© SAFRAN Group

分狂热，于是赠与他终身津贴作为奖励。

1806 年，拿破仑试图按照政府条令强制

使用新的织机，但是受到了来自同业公

会的强烈反对，因为后者认为纺织行业

自动化的不断演进对其造成了威胁。尽

管如此，Jacquard 织机的技术进步仍势

如破竹，不可抵挡。

1810 年，Jacquard 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

大十字勋章。两年后，法国国内已有 1.8

万台 Jacquard 织机投入使用。

…关于计算机

1834 年 8 月 7 日，Joseph-Marie Jacquard

去世，享年 82 岁。5 年后，美国发明家，

Herman Hollerith，将 Jacquard 的纹板技

术引入数据处理领域，也由此开启了二

进制计算机程序的新篇章。1924 年，在

Hollerith 原先创立的公司基础上又进一

步发展壮大了一家名为 “ 国际商业机器公

司 ” 的公司，简称 IBM。反观今日，提花

织造也从快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中大获

其益。计算机技术，最初由 200 多年前

的织造技术演变而来，而后又为纺织行

业带来新的发展。如今，提花图案可通

过计算机技术扫描并做进一步处理。

无限织造

从首台提花织机到如今的电控织机，期

间经历了无数次完善，可谓长路漫漫。

Joseph-Marie Jacquard 也 许 会 喜 欢 上 提

花织机的最新发展：多尼尔专利技术的

同步驱动概念 DORNIER SyncroDrive®，

延伸了他原有的发明，使织造活动不再

受限。 

DORNIER SyncroDrive® 同步驱动技术，

梭口装置和机械装置通过一个飞轮便可

加速。同时，在加速过程中纬纱的织造

情况会被读入并优化。当梭口装置达到

预设速度时，织机便会启动。

然后它便会与梭口装置完成同步，而且

织物图案的读写过程会一直进行。以此

方式，机器便不再出现开车痕或者停车

痕。当机器停止运转时，最后一纬的打

纬完美执行，最后一根纬纱也会加以记

录。提花机断开与织机的连接并平稳地

“ 减速 ”。

现代进步

智能化的 DORNIER SyncroDrive® 同步驱

动技术，通过最现代化的科技来完善和优

化 Jacqurad 的发明。最明显的体现就是，

与传统的直接驱动相比，机器振动大为

降低，且速度偏差极小。通过 DORNIER 

SyncroDrive® 同步驱动技术，织机和提花

机均有各自独立的伺服电机，且两者由一

个 “ 电子轴 ” 连接，而不再采用之前的

机械万向轴。此做法对整个系统有诸多好

处：生产过程中的万向轴速度越快，所

需的总力量越大，机器也越大，提花机

和织机之间的距离也越大。因此，使用 

DORNIER SyncroDrive® 后，提花机的振

动幅度和地板振动幅度均会大幅下降，织

造运行非常平稳。梭口的闭合时间可以通

过 DORNIER ErgoWeave® 在高速运行下

调整，亦可通过程序设置不同的梭口闭

合时间。这些设置参数可与织物参数一

并存档以便后续使用。低成本、高性能

以及出色的织物品质使得提花织造技术

更上一层楼。

进入 3D 空间

如果有人希望从提花织造中找寻永恒不

变之物，那么答案就是与时俱进。最近，

提花织造有了新的发展 - 开始进入一个

新领域，即技术多层织物 ( 俗称 3D 织物 )，

它正日益成为不同应用领域的新宠。由

上述织物制成的产品必须在振动和抗冲

击方面达到最高机械标准。织成网格的

各层经纱对复合材料预制件的质量有着

决定性的影响，原因是前者影响着织物

的硬度和稳定性。例如，对此有顶级要

求 的 航 空 航 天 和 汽 车 行 业， 可 追 溯 性

和可再生性对合乎规范而言至关重要。

最新的提花织机技术可允许近乎网状

成型的 3D 纤维结构的高质高效生产，

这在多尼尔织机上仅需一个工作步骤

便可完成。

对 Joseph-Marie Jacquard 本 人 而 言， 这

样一个产品可谓进入了更深层意义，因

为该产品仍是基于 1805 年他的数字化生

产工艺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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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省德州市，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无可避免地使我们的环境日趋恶化。为抵消经济发展带来的负

面影响，为了让这个世界空气更清新、流水更清澈，也为了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不断深化，高品质滤

布在此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有了滤布，以及过滤和分离技术，即使是再小的颗粒 (如固体、液滴或微

生物) 都能从空气和液体中过滤出去。

景津的多尼尔剑杆织机正在生产高精密度的滤布，用于潮湿、固体物过滤和空气净化

纳污水为清泉、化污泥为资源

滤布在环保、汽车、医疗、化工、音响、

食品以及冶金、煤炭开采等行业作固液

体分离之用。

对产品的正确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用处以及对功效的要求。除了材料成分、

表面重量、网格大小、纱线直径、过滤

精度和气流速度外，其他选择参数，如

被过滤物质的机械特性、化学和热性能

都会对产品的选择产生影响。机织物本

身可用于过滤 (液体过滤 ) 或者作为过滤

基质的载体发挥作用，比如 “ 无纺布 ”

则用于气体过滤。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早在 1988 年， 景 津 的 创 立 者 就 已 经

预见到，中国将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

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和服务型的国家。

因此，也会给环境带来巨大负担。在山

东省德州市，景津最初把购买来的滤布

用在自己生产制造的压滤机、振荡离心

机、传送带或滤饼碾碎机上。由于很早

就意识到，环境预防措施和垃圾处理与

利用的封闭循环模式，会对全球和各个

国家的经济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基

于此理念，景津开始了海外扩张之路，

在 123 个国家建立了子公司和代表处，

并辅以强有力的支持和服务团队。此外，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政府就本国的迅

速发展和日愈严峻的环境问题也制定并

实施了更加严格的法律以保护环境。这

一措施为景津带来了巨大商机，打开了

本地市场的大门。

时至今日，该公司已有雇员 3,500 人，

是中国最大的压滤机生产商。公司通过

了 ISO9002 质 量 认 证 和 ISO14001 环

境 保 护 认 证， 已 成 为 中 国 机 械 500 强

之一。该荣誉也使得中国总理李克强在

2014 年 7 月 24 日 视 察 公 司。 此 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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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多尼尔织机生产的滤布，景津的压滤机工作效能良好

中国总理李克强先生在公司总裁姜桂廷先生的陪同下视察景津

年，景津总裁姜桂廷先生决定开始生产

滤布，在那之前，滤布均从其他制造商

处购买。

他的目标是进一步挖掘工艺潜力、提升自

动化程度并且增加单位设备产量，以创造

可持续的、与未来相兼容的发展模式。

织造工厂

景津最初了解到多尼尔，是始于本公司

滤布供应商的推荐。2013 年，景津购买

了第一台剑杆织机。之后不久，随着公

司业务的节节攀升，原有的织机数量开

始无法满足业务需求。

因此，公司又分两批购置了新的织机。如

今，景津已有超过 100 台多尼尔织机，

同时还是中国最大的滤布生产商之一。姜

先生曾告诉多尼尔的销售工程师：“ 我对

多尼尔的机器十分满意。用这些机器生产

的滤布品质上乘，而这对压滤机的质量和

功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景津用在压滤

机上的滤布主要采用范围在 350 至 1,000

分特之间的优质单丝和复丝。

产品的特殊要求，需要机器具备特殊的

技术性能。在过去的 35 年间，多尼尔对

剑杆织机的制造一直精益求精，就是为

了所生产的滤布能成为业内的标杆。随

着重型织机的面世，多尼尔也开启了在

未来全面发展滤布技术的可能。为了能

够实现滤布的不同功能，比如透气性、

强度和拉伸度，多尼尔织机也体现了极

高的灵敏度和灵活性。同时，其经纱张

力和引纬能力也是出类拔萃的。对尺寸

规定的网格织物，电子送经和卷取装置

保证了最高的精确度。

安全轻柔的引纬，对复丝的加工工序至

关重要。遗漏或过度拉伸纬纱会对质量

产生决定性的负面影响。多尼尔剑杆织

机能在不同纬纱速度下保证夹持住每根

单丝并具备纬纱张力微调和全开口引纬

功能。除此之外，多纬纱引纬能够大幅

提升产量，却不会增加能源和零件消耗。

 

为生产出粗直径单丝网格织物，织机的最

大经纱张力可达 3.7 吨 ( 37 kN 或更大)。这

有赖于机器两侧变速箱的稳固构造和抗扭

结构以及齿条驱动剑杆，多尼尔籍此证实

了其织机与以上应用的完美契合。

除多尼尔外，景津还购买了其他欧洲产

机器，为织造前准备和后整理创造条件。

公司的管理层十分信任这样的现代化设

备，希望通过它们来实现高质量的压滤

机，确立自己在全球市场上的领军地位。

“ 纳污水为清泉，化污泥为资源 ”

– 此为景津环保有限公司的格言，其目

标是要为每个人类个体提供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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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待发

林道尔·多尼尔有限公司的职业培训

自 1950 年成立以来，对多尼尔而言，职业教育一直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训练有素，并且积极主动的

员工，才能为迎接未来挑战打下基础。甚至于我们一些国际客户，也对这种德国风格的职业培训颇

感兴趣。

60 名年轻人目前已完成他们在林道尔·多尼尔的培训教育，此培训教育是 2014 年以来的创新模式

一流的设施设备

为确保工程力学和机电一体化技术人员

能接受最好的教育，多尼尔建立了两大

现代化培训工作室，配备有综合机械区

和各种工具。另设两个车间，一个用于

服务基础教育，另一个用于电脑数控机

床教育。基础教育组成部分有手工及传

统金属切割，以及电动、气动技术的科

目。之后，学员们在最现代化的电脑数

控 (CNC) 车削加工设备与铣床上学习并实

践。技术性职业教育从模拟装置开始，

接下来是实践训练，直至学员可胜任现

代化机械加工中心的操作。

我 们 的 培 训 室 配 有 计 算 机 辅 助 设 计

(CAD)/ 计算机辅助制造 (CAM) 工作间，

用于可编辑存储控制系统的模拟工具、

工业机器人，以及新引进的 3D 打印机。

与专业教育学校和大学合作的项目可以取

得更快、更好的效果。此外，CAD 系统

接收到的零件能立刻打印出塑料模型。所

以该培训车间间接地成为了工厂新产品研

发，以及之后生产技术的先行者。

灵活性和高性能

德国工业职业培训体系分为技术和商业

两大领域。此外，该培训体系还有双联

学制和职业教育学制之分。上述两种学

制都能让学生受益匪浅。职业培训制分

为两部分，学员会在公司里进行实践，

而在学校里完成学业。

依据学生选择的不同学制，理论课会在

公共商业学校或者双元制学院进行。学

校除了教授有关技术和经济的专业知识

外，同时也会教授外语课程。

在职业教育期间，学校的学术课程与公

司的实践课程同步进行。这意味着，在

指定的工作日，学员在商业学校接受课

程。在双元制学习期间，学员在 3 到 6 

个月中会轮番学习理论知识并参与实

践。这种做法可以确保他们尽早将所学

技能应用到实践中去。公司和学校一直

保持密切联系，一切以高效的培训为导

向。

职业教育的标准时限为 3 到 3.5 年 (依据

学员的成绩和教育背景而定)，最短可减

少到 2.5 年。双联制学习的标准时限一

般为 6 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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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尼尔学员在研究项目任务

2014 年 Ulrika Brinz 在她的颁奖仪式上

多尼尔的职业培训

公司在以下两个领域开设职业教育以及

双元制教育：商业领域和技术领域。学

员在实践期间会经历各商业部门或技术

部门的工作。商业领域的受训者参加车

间的 “技术培训” 课程以初步了解技术知

识。反之，参加技术培训的学员要在既

定的商业部门工作一段时间。最为重要

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双元制学习的

理论知识之后会在实践过程中被应用到

公司当前项目涉及的各部门。学员负责

完成特定的任务或者项目，并将之作为

规定项目的报告或者学士论文的实践基

础。培训期间也会有跨专业项目，比如

利用内燃机或者电力驱动装置组装高卡

车。此外，如果数控铣床能直接从扫描

仪处在线获取图像数据，那么 3D 模型

便可直接创造出来。每个学员必须以小

组的形式独立对项目进行规划、组织和

实践。多尼尔鼓励学员采用方案导向型

的工作方法，这不仅有利于他们的职业

发展，也能开启他们对科技的兴趣和热

情。在培训期间，学员与多尼尔之间的

密切合作使双方的联系日益紧密。几乎

所有的毕业生在完成其培训后都选择进

入公司效力。             

丰富多彩的周边活动

除了培训制的基本架构外，多尼尔还提

供一系列的 “额外” 活动。

为了能够尽快熟悉公司的两大主要商业

部门，织机和特种机械，学员会参加一

个为期两天的织机培训。由于不能对特

种机械进行演示，销售部门通过幻灯片

图像演示的方式详细介绍了安装步骤。

此外，所有的学员都会参与外语课程。

学校教育的一大亮点就是位于挪威的海

外生活体验：部分商业和技术学员有可

能去挪威，在我们的一个长期合作伙伴

那里完成为期 3 周的工作。每年我们都

会举办一次为期几天的 “学员木屋交流” 

活动。学员会在阿尔卑斯山的阿尔高木

屋中和他们的教育督导共度一段时间。

随行的还有一位校外培训师，对特殊的

团队建设活动进行指导。此外，我们还

会在肯普滕的德国汽车俱乐部进行安全

驾驶教育。

多尼尔也积极参与许多信息交流活动和

全国性活动。例如，培训生们会负责女

生节的组织工作 - 女生节是由德国联邦教

育研究院支持的活动。

目标和挑战

多尼尔的目标是为学员提供安全、专业

的教育。

这些学员十分熟悉公司情况，可以在培

训期结束后立刻进入特定部门工作，无

需再进行长时间的额外培训。正是因为

有了这些亲自培养出来的员工，多尼尔

才有了保障，出产高质量的产品。

多尼尔职业培训给众多毕业生开启了多

扇成功之门。每年，最优秀的学员可获

得奖励。Ulrika Brinz 女士，于 2014 年通

过德国施瓦本工商会工商经理人的考

试。由于她的杰出表现，学校授予她传

统的 “Sünfzen Prize”，奖品包含一份手书

证书以及一块来自 “Sünfzen” 同业公会的

十分珍贵的荣誉银币 (该工会于 1358 年

在林道成立，主旨是文化和商业的推

广)。

我们的培训生长期以来获得的荣誉奖项

证明了林道尔·多尼尔的学员已做好充

分准备迎接不断攀升的行业需求并与国

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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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轻重量

印度克蒂马，Polyplex 有限公司

现代物流和包装技术，特别是用于生鲜商品方面的，让这个时代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种类更加丰富、质量

更加安全的食品。这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聚酯薄膜可以说是完成这项任务的绝佳选择。

您可知道，即使那些厚度只有 8 微米 (0.008 毫米) 的薄膜也是由好几层构成的。每一层对所包装的材料

都具有特殊的保护功能。

聚酯薄膜是可回收利用的高科技材料这

一事实鲜有人知。这类材料具有高度的

抗阻隔性，对氧气、调料、油脂、光

照、潮湿和温度都具有阻隔作用。此

外，它们还可防尘、防灰，并能保护物

品不受损害。这些功能是由不同的薄膜

层完成的，每一层的厚度仅为人类发丝

的八分之一。加之它们适用于个性化印

刷，所以，也成为了公司宣传的名片。

因此，聚酯薄膜已成为现代商品贸易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除了高度稳定性，薄

膜的高度透明性使得扫描器能透过它直

接读取产品包装上的条形码，而不必将

商品取出包装。

具有远见的决定

30 多年前，企业家 Sanjiv Saraf 在印度

成立了一家生产聚酯薄膜 (BOPET) 的公

司。在 Polyplex 创立初期，没有人能预

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当时，聚酯薄膜

的生产被牢牢掌控在少数来自美国、日

本和欧洲的大型国际企业。这些薄膜生

产商掌握着高效生产薄膜的专业知识和

技术。首先，这家新公司需要一个由业

内工程师组建的，可与其他企业一较高

下的团队。第二，他们需要一个机器制

造商，该制造商必须遵守印度政府颁布

的进口法规，即一部分机器必须在当地

生产。

林道尔·多尼尔的创建者，Peter Dornier

先生，当时即具有远见性地接受了这个

挑战。他早就拥有了在印度市场销售织

机的经验，认为该市场在未来极具潜

力。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有一家生产

烘箱的当地企业成立了，它成为多尼尔

在印度的合作伙伴，并为横向拉伸和定

型机生产烘箱。1989 年，在多尼尔的指

导下，通过与两家德国公司 Barmag 和

Kampf 进行合作，首条薄膜生产线成功

投入运营。由此，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建立，这种关系以相

互信任和理解为基础，为这个宏大的项

目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全球扩张

一切皆源于在印度克蒂马的首个多尼尔

生产线工厂。该工厂一年生产约 4,000 

吨聚酯薄膜。今日，该公司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聚酯薄膜生产商，它的九条多尼

尔生产线每年可生产 18.5 万吨的聚脂薄

膜。

公司为获得成功，采取了最重要的战略

性措施，即早期国际化。要更高效地向

客户提供成本更低的产品，就必须在本

在 PolyPlex 公司的多尼尔聚酯薄膜生产线，目前正生产最终切边后宽度为 8.7  米的三层包装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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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场发展。此外，短途运输有助于保

护环境。因此，在过去几年中，除了在

印度的巴兹普尔建立工厂外，Polyplex 

还在泰国、土耳其和美国成立机构和设

施。Polyplex 逐步扩大产品范围以增加终

端附加价值，其首要目标就是生产不同厚

度和表面处理的聚酯薄膜 (BOPET)，以满

足客户不同的使用需求。之后，Polyplex 

还增加了聚丙烯薄膜生产线，并提供了离

线金属镀膜和硅涂布处理设备以使该生产

线更加完整。作为纵向整合的措施之

一，Polyplex 在印度、泰国、土耳其和美

国 建 立 了 聚 酯 颗 粒 切 片 生 产 线 。 今

日，Polyplex 向 70 多个国家的约 1,600 名

客户提供产品。

分子链重排

共聚物膜的生产是由不同的聚熔物经由

多层模头流出然后由铸片鼓冷却形成铸

片。然后，所形成的 “初膜” 先由纵向拉

伸机进行拉伸，之后再由横向拉伸机进

行双向拉伸。这个过程分两步进行。首

先，“初膜” 要经过几道预热滚筒，预热

后的薄膜由快速运转的拉伸辊拉伸至原

先长度的四倍并再次冷却，然后进入横

向拉伸机。薄膜边缘由链夹固定。在烘

箱 中 ， 薄 膜 会 被 加 热 并 拉 伸 至  8.7 米

宽，这取决于薄膜拉伸生产线的规模。

该过程中独具技术特色的是夹持部分

(夹子)。配有滚子轴承的多尼尔夹子可用

于夹持各种厚度的薄膜，如较薄的薄膜

(0.8 - 50 微米)，中等厚度的薄膜 (50 - 125 

微米) 和较厚的薄膜 (小于 350 微米)。当

运行速度达到 30 千米 / 每小时的时候，

夹子会在没有润滑剂的情况下承受持续

的高压和高温。最后一步的处理是将拉

伸后的薄膜定型。在这个过程中，薄膜

仍被链夹所夹持，并于 220 - 240° C保持

着恒定的拉伸宽度。整个拉伸过程进行

了 “分子链重排” 进而使薄膜具备了抗

拉、光泽度高和透明的特点。

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 

为了能以一种保护环境的方式进行生产活

动，Polyplex 十分重视能源的最优利用和

废弃物管理，如材料回收、循环使用和再

利用。公司还十分重视废气排放、减少废

料，以及通过有效沟通和培训的方式加强

员工的环保意识。为减轻对环境的影

响，Polyplex 采取了许多措施：

• 在印度，用谷壳替代燃油来加热，以减

   少气体排放

• 针对产生的薄膜垃圾，对其回收过程提

   出解决方案

• 在所有生产厂房中监控二氧化碳的排放

Polyplex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以及主要股

东，Sanjiv Saraf 先生，还对可再生能源

等其他产业进行投资并建立了小型水电

站。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他对公司的

几大项目颇感兴趣，其中就有一个为

1,200 名学生建立公益学校的项目。

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随时适应这个瞬

息万变的世界，对 Polyplex 而言一直都是

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有赖于对新技术

的持续投资，以及和多尼尔这样的供应

商的进一步合作，Polyplex 得以在环境保

护和当地发展方面不断地做出贡献。

包装薄膜

现代化多尼尔薄膜生产线的牵引及传输单元 (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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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尼尔复合材料系统®

纤维强化塑料 (FRP) 是一种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潜力大的材料类型。林道尔·多尼尔有限公司最近推出

了 “多尼尔复合材料系统®” 这一新品牌。该品牌针对纤维复合材料行业中的织物强化型预制件，提供相

关机械和设备。

纤维复合材料行业之创新解决方案及系统

在工业领域中，有关织物应用于轻型建

筑的话题可谓层出不穷。日益完善的法

律法规和能源成本要求，不断推进交通

工程的发展。风力发电工厂的性能由于 

轻型建筑材料的使用而大大提升。在机

械制造行业，轻型材料的使用使零件的

重量得以减轻。从而，生产效率得到提

高。此外，轻型建筑织物为实现生态保

护的目标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由于减

轻重量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使我们

可以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若将纤维强化塑料 (FRP) 应用于碳纤维

和玻璃纤维，产品特性将发生奇妙的变

化。两者结合后，新材料的重量较之金

属材料更轻，其机械特点也更出众。倘

若沿着作用力方向来布置纤维走向，其

潜力可得到充分发挥。此外，所使用的

基体材料 (热塑性或热固性材料) 对实现

产品特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动化

生产工艺的质量保证以及不同材料组合

方式对生产资源的灵活性提出了很高的

要求。

独特组合

多尼尔复合材料系统® 的目标是为高质量

复合材料半成品的灵活、经济生产提供

机器和生产线。我们在纺织和塑料两个

领域中的技术可以完美互补。这种跨部

门合作带来的结果是由三种不同机器类

型组合成创新型的生产线：纤维展开设

备、纤维展开后的编织设备以及 3D 织物

技术平台。在新成立的复合材料系统

(CS) 部中，部门成员齐心协力，与客户协

调配合，不断推进相关项目进程。

纤维的展开

生产复合材料部件的基本材料是把纤维 

(粗纱)  缠绕在一起。从经济节约的角度

看，使用高性价比的 “重纱” (含有大量

单丝的粗纱)  这一做法更有价值。对粗纱

的展开可以解决高性价比材料和优异机

械特性 (如低单位克重 ) 之间的不兼容

性。要保持纤维展开后 (带状纱线) 的稳

定性，那么在随后的生产过程中必须采

用侧边固定法。

为了能够满足不同需求，我们的纤维展

开生产装置采用了模块化概念。由此应

运而生的多尼尔纤维展开生产工具包 

“ToTaP” 便具有相当重要的指导意义。

纤维展开生产的第一步是把粗纱从纱架

上可控地拉出；之后将其展开至设定宽

度，加入少量熔化的粉末或粉末悬浮液

多尼尔单向纤维织带 ToTaP 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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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尼尔复合材料系统® 技术生产的碳纤维织带和带织物 

使展开的纤维稳定下来。在这一步之后

展开的纤维以可调节的纤维含量与塑料

基体融合。用于该步骤的设备还有模

具、压光机或切割装置。完全浸固的展

开后的纱线可以根据要求，切割成指定

的宽度并卷绕成饼状筒子。

该工艺适用于热塑性纤维复合材料，以

及快速成型的热固性纤维复合材料的生

产。对后者而言，生产过程中只需使用

基体兼容材料加以固定，而不需要将纤

维完全浸没。“干法” 展开后的纤维还可

通过例如树脂传递模塑成型技术(RTM) 

进行深加工。

多尼尔 ToTaP 有两种方法展开纤维：一种

是 “单纱展开法” (STS)，指分别将单根粗

纱展开至最终宽度，并单独卷绕成饼状

筒子。粗纱的数量与展开后的纤维的条

数相同。

另一种是 “多纱展开法” (MTS)，所有的粗

纱展开为一个整体。展开后纱线的总宽

度是固定的，浸固后再分切成所需宽

度。这样便可通过粗纱数量的调整来生

产所需条数的展开纤维。

“重纱” 也因此可被加工成宽度较宽、单

位面积重量较轻的展开纱线。目前市场

上的多尼尔 ToTaP 生产线的工作宽度可

达 600 毫米。在我们的 “技术中心”，有一

套工作宽度为 70 毫米的展开纱线试织装

置，供客户体验和内部研发。

用于纤维展开后的多尼尔编织机

与其他增强用纺织半成品相比，多尼尔

机织产品具备以下优势：高度可再生产

性、高度自动化和生产效率、精确的纤

维排列方向、良好的悬垂性。此款编织

机特别为生产高质量展开后纤维的织物

而设计。这款单剑杆织机的编入纬纱宽

度最大可达 25 毫米。其独特的 “无捻式

储纬器” 实现了无捻引纬方式。该机构

依据悠悠球原理工作，可确保生产过程

的连续性。

安全又精密的呈纬通过复杂而精密的机

器运动实现。由于传统打纬不适用于敏

感的带状纤维，一种新型专利技术的织

物生产系统因而研发产生。该系统中，

织物朝钢筘的反方向运动。夹持式边撑

随织带同步运动，它会将最后引入的纬

纱固定于织口。经过改进的经纱系统可

使用宽度达  40 毫米的经向条带纤维。 

在特制的纱筒上，每个筒子均带机械制

动，从而保证了恒定的经纱张力。

高质量的纤维条带织物

有了新型的多尼尔编织机，即使是易打

滑的条带也能平稳地织造。编织机灵活 

度很高，可对完全浸固的纤维条带进行

编织。经过无数次试织，以碳纤维、玻

璃纤维、芳纶或其他合成纤维制成的条

带已都可被加工成高质量的织物。

结合多尼尔 ToTaP 生产线，客户便能够完

成整个织造工艺流程，即从粗纱纤维到

纺织半成品。

新维度

纤维强化型塑料通常为层状结构。对于

那些处于高压环境的复合材料元件而

言，如发生损伤，就有分层的风险。通

过人为方式将纤维纵向植入各层，复合

材料的结构便得到增强，并可有效防止

分层。3D 织造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

可生产强化型多层结构的半成品。通过

最现代化的提花技术，产品的可再生产

性和可追溯性得以保证。我们创建的近

乎网形结构可以降低手工操作频率、减

少浪费并最终降低生产成本。

现代化的 “技术中心”

多尼尔复合材料系统 “技术中心” 放置有

一台 ToTaP 织带制造机、一台织带编织机

和一台 3D 提花织机以供试织。2015 年该

中心进行了扩建。扩建后，客户可在中

心内一起参与设备的试运行。相关参数

可在内部实验室测定，并可评估其对工

艺和材料的依赖度。在总部林道，多尼

尔专家团队常年不懈地对产品线进行研

发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

多尼尔复合材料系统® 的生产技术，在技

术和经济方面可谓潜力巨大。为了能最

终提高纤维复合材料的性能，多尼尔有

必要，也正在积极推进价值链各环节的

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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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羊毛

一切皆源于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潺潺流水，它流经意大利比耶拉省的山峦，直奔 “波” 河而去。清澈的流水

对于高度一体化的羊毛产业而言再理想不过了，因为在生产羊毛制品的过程中要将原材料多次清洗。正因

如此，这片意大利的土地被人们称为质量上乘、时尚度高的精纺男士外套面料的 “乐土”。

意大利 Successori Reda S.p.A. 公司

Successori Reda S.p.A. 在新西兰牧场的放牧景象

创业之初

让我们回到 1865 年。在意大利比耶拉镇

附近的一个名为克劳斯莫索的小村庄，

一个伟大的故事正徐徐展开，与这个故

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是一个名为

Carlo Reda 的人。他是公司的创始人和命

名者，对羊毛有着无限热情，充满着企

业家的实干精神。一个普通的工厂，经

他之手，变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羊毛纺

织 厂 。 该 纺 织 厂 于 1919 年 被  Albino 和

Francesco Botto Poala 收购。

自那时起，公司一直为自身发展进行投

资。其生产的产品因款式美观优雅而与

众不同。1968 年，一场洪水损毁了工厂

厂房，但是企业家们却没有因这场灾难

而丧失斗志。他们抓住机会，重建工

厂，借此契机进入技术创新阶段。在之

后的几十年中，该公司与全球顶尖时尚

男装品牌合作，从而开拓了海外市场。

尽管目前 85% 的产品都出口国外，但这

并不影响这家羊毛纺织厂成为 “意大利

制造” 的代表。因为生产的全部过程– 从

含脂原毛到制成品 – 都只在这个名为克

劳斯莫索的小村庄完成。

纵向一体化战略 

高档服装销售成功的关键是高质量面

料，这些应用于高级女士时装的织物被

用来生产男士经典服装。Reda 一年中会

举办两次时装系列展示会，向客户们介

绍平均 2,500 种不同的服装面料。展示

会的重点聚焦在优质、柔软、高性能的

织物所蕴含的自发的美和激发出的奇思

妙想。这些织物的光彩和风格总是能与

任何场合完美契合。

随着 Reda 开始意识到这些高级精纺面

料 的 质 量 受 到 所 购 羊 毛 的 决 定 性 影

响，1993 年，公司高层决定接管公司在

新西兰的自营农场。之后，公司还收购

了总面积为 3 万公顷的农场以及 3 万只

美利奴绵羊。唯有这种方式才能保证公

司对整个制造过程的完全控制以及产品

的可追溯性。

2010 年，Reda 又开拓了第二条主生产线 

– 一条名为 “羊毛革命” 的运动服饰生产

线。所生产产品由纯美利奴羊毛制成。

该产品曾荣获新西兰羊毛协会 Zque 质量

认证。

“羊毛革命” 生产线主要生产绝佳穿着体

验的功能性服饰。美利奴羊毛抗菌性

好、透气性强、控温性好、快干防水、

易护理。它还能防紫外线，无异味，不

刺激皮肤。

第二条生产线之所以能被开发出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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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Reda 是 首 家 也 是 唯 一 一 家 使 用

Compact3 纺纱法的羊毛纺织厂。该纺纱

方法能进一步提高 Reda 生产的毛纱的品

质。与传统纱纺法相比，Compact3 纺纱

法的力道大且不易起毛，从而提高了产

品质量。

Francesco Botto Poala

配有多尼尔A1喷气式织机的现代化纺织造工厂

Reda 生产的高品质羊毛织物

公司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德国、意大利、

日本、美国和中国。公司 2014 年度的织

物产量达 650 万米长，年营业额也增加

了15%，达到 8000 万欧元，现有雇员

380 人。自 2003 年上任的第四代掌门人，

Reda S.p.A. 的总经理，Francesco Botto Poala 

先 生 希 望 今 年 的 业 务 能 更 上 一 层 楼。

为了能完成全球销售目标，公司于 2013 

年在传统的销售渠道上又开辟了新渠

道，即由 Reda 自营的在线商店构成的现

代电子商务平台。

织造工厂

早在 1986 年，公司就决定投资日本喷气

式织机。几年后，管理层意识到尽管使

用了高质量的美利奴羊毛，但是这些喷

气式织机的潜力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

发挥。由于对多尼尔喷气式织机有所耳

闻，Reda 开始在林道的多尼尔总部进行

尝试。多尼尔织机的优势之一即是温和

引纬 (senza pelosità)，意思是织物无起毛

现象。多尼尔织机全自动断纬修复和开

车痕消除功能对于精纺羊毛织物来说十分

重要，这从根本上提高了织物的质量。这

些最初的尝试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于

是在 2007 年，公司订购了第一批多尼尔

喷气式织机。3 年后，第一台配有多尼尔 

FT 控制系统的喷气织机被交付使用。配

有专利技术的 DORNIER SyncroDrive® 同

步驱动概念的多尼尔织机节能性好、纱

线处理更加轻柔，从而保证了更佳的织

物外观。因此，每生产一平方米羊毛织

物可节约 10% 的能耗成本。今天，约有 

100 多台多尼尔织机在织造精纺毛纱。

同时，这些织机中有三分之二均配备了 

DORNIER SyncroDrive® 同步驱动技术 – 

织 机 领 域 的 独 特 驱 动 技 术 。 通 过该技

术，织造工厂可进一步提高织造速度和

织 物 质 量 。 在  2014 年的新投资中，公

司余下的所有剑杆织机均被替换成多尼

尔积极式剑杆织机。后者主要用于特殊

织物的织造，同时也填补了 Reda 公司里

多尼尔产品家族中的空白。

质量保证和可持续性发展

由于公司制定的生态保护政策，2010

年，Reda 通过了 EMAS 环境认证 – 该认

证是由欧盟发起的，旨在鼓励各类公

司、组织和商业机构不断提高自身的环

境保护能力。加强可持续性发展和公司

与环境的兼容性，尊重并优化环境法

规，为减少公司的生态足迹而努力。

Reda 承诺：

•  只在意大利进行生产

•  使用纯净的美利奴羊毛

•  对 Reda “羊毛革命” 系列服饰的整个制

   造流程 - 农场、羊毛处理、染色、纺纱、

    卷绕和织造工厂以及最终制成品 - 进行

   持续的质量控制

•  引入环境友好技术，特别是污水处理技

   术

•  生产过程要与生态环境兼容，做好能源

 再利用工作；通过光伏系统发电，最高

  电量可达 500 千瓦，从而减少二氧化碳

    的排放量

“以人为本，尊重环境”– 这便是锐意进

取的 Reda 秉承的价值观和原则。唯有如

此，Reda 才能在未来的日子中以高质量

的产品保持自身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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